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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面向知识生产力提升的
一流学科建设逻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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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学科存在的本体意涵是提升知识的
原生力、整合力与市场力

现。 所谓知识生产力，即知识的生产能力，就是知识
持续延绵、与时俱进并因应环境而不断变异、更新的
能力，就是知识基因复制中变异、 变异中升值的能

学科建设的根本目的是：凸显学科建制、学科组

力，就是知识生命体的自我进化能力与环境适应力

织、学科平台对学科发展的支撑力与促动力，全力提

的内在统一。 面向知识生产能力提升的大学学科建

升知识生产力，即知识的原生力、整合力与市场力。

设才 是 合 法、 合 理 的。 作 为 一 种 特 殊 社 会 存 在

为此，按照现代知识的存在特性与生长规律来建设
学科、优化学科，是当代大学学科建设的基本逻辑。

物—
—
—知识，它因自我更新而进化，因为科际互动而
生长，因服务社会而升值，因此，知识生产力的具体

第一，现代知识具有三重特性。 现代知识具有

构成是：原生力、整合力与市场力。 其中，原生力是

三重特有属性，即弥散性、广谱性、增生性，与之相

知识自我进化的能力，整合力是知识互动共生的能

应，知识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。 知识的这三重

力，市场力是知识价值实现的能力，三种能力有机统

特性告诉我们：其一，知识生长具有双通道性，一个

一，构成了知识生产力的三个支点。 进言之，学科建

是专业化的大学知识生产渠道，一个是实践化的社

设的原初职能与本位使命正是提升大学的知识生产

会生产渠道，两者并驾齐驱、互生共长是知识生长的

力，是利用各种社会建制、专业平台、人才梯队措施

基本规律；其二，知识生长是在多向应用、多主体交
流中实现的，多样化的应用与多主体间的共享是知
识增值、增殖的基本途径。 为此，学科建设必须处理
好两大关系：专业知识生产与社会知识生产的关系、
知识应用与知识创生的关系。
第二，知识生产是原创性、融合性与定制性的统

全面激 活 知 识 的 “ 三 力” —
—
—原 生 力、 整 合 力 与 市
场力。

二、学科建设必须顺应现代知识生产的
轨迹与方式
当前，人类知识生产的主要方式有三种—
—
—三

一。 知识生产既可以走学者自由原创的道路，走学

模齐驱式、三环递进式与自组织式， 它们为学科建

科知识联合的道路，也可以走追随社会需要的道路，

筑、学科道路的设计提供了根本依据。

知识生产是兼容原创性、融合性与定制性的混合实

第一，三模齐驱式。 从知识生产主体角度来看，

践，具有多路径、多轨道发展的特征。 在当代， “ 知

当代知识生产是三模齐驱式的。 “ 模式 １” 是洪堡倡

效应规律、多元动力规律及路径依赖规律” 。 这一

方式；“ 模式 ３” 是一种前学科知识生产方式。 在当

识生产的运行过程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规律、累积
态势充分表明：在原创中积累知识，在融合中增生知

导的近代知识生产方式；“ 模式 ２” 是现代知识生产
代，多模齐驱的知识生产方式打破了大学独霸知识

识，在多路径知识生产实践中扩容知识，是现代社会

生产的局面，一种“ 以多层次、多节点、多形态、多主

知识生产的独特轨迹。 作为人类知识的综合生产部

体为组织结构特征和以共同演进、共同专属化、竞合

门与集中提供者，大学必须借助学科建设来推动三

为逻辑运行机理” 的“ 多维协同创新体” 出现，人类

种知识生产方式的实现，借此不断提高现代知识的

知识生产呈现出多极融合发展的新态势。 在这种情

生产力与生命力，否则，学科建设自以为是，无视知

势下，学科建设不能仅仅关注自身的纵深发展，更要

识生产要求，最终可能偏离知识生产的轨道与意图。

关注与毗邻学科间的横向协作，关注知识与产业间

第三，知识生产力的三重内涵：原生力、整合力

的相倚关系，努力构筑一种纵横交错的学科共生体，

与市场力。 提升知识生产力是大学学科品质的体

积极适应知识生产新形势的要求，持续提升知识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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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力。
第二，三环递进式。 从知识系统内部衍生方式

来看，知识生产是“ 三环递进” ，即“ 综合—分化—再
综合” 的过程。 这是一条循环上升、持续递增的道
路，其三个核心环节正是：综合、分化、再综合。 在现
实运转中，知识生产是在分化与综合的交替中实现
的，它们构成了知识生产的双翼，促使知识在精细化

市场间的边界开展知识生产活动，努力实现三大知
识生产主体—
—
—学者、学院、实践者间的深度协作与
内在融合，自觉适应以“ 知识集群、创新网络、分形
创新生态系统” 为特征的现代知识生产形势。
第二，建立纵横交错的学科知识生产链。 所谓

“ 学科生态链” ，就是学科系统自我生长、持续更迭
的链条，是学科在自我演化、自我更新中自然形成的

与联合中实现双向发展。 在当前，我国学科建设的

一条知识生长线路，其枢纽链环是知识创生，能否保

一个明显弊端是：“ 分科治学的组织传统促使学者

证更具生命力的知识生成，增进知识应对环境挑战

们或由于兴趣，或由于地域，或由于好奇，自发地组

的力量，是学科生态链存续的关节点。 有学者指出：

易忽视异类知识联合的力量，导致知识生产陷入跛

时，学科系统才会在自我演化的过程中更具环境适

织在一起，共同研究某一特定对象” ，其危害是：容

“ 只有当学科生态结构呈现出有序的‘ 学科生态链’

脚前行的困局，致使学科发展缺失大环境、大平台、

应能力，也更具学术生产力。” 学科是知识聚会的会

大视野的支持。 从这一角度看，学科建设必须同时

所，是知识增殖的空间，而学科生态体与学科生态链

满足知识双向生长的双重要求：既要关注学科 “ 小
圈子” 建设，为知识的深化、细化、分化创造条件，又

的构筑与维系正是学科实质性参与知识生产过程的
举措。

要关注学科的“ 大圈子” 建设，为知识的联合整合提

第三，建立内外互动的学科知识反哺回路。 要

供平台，让知识生产走上一条双向生长、左右互联的

增强知识的生产力，学科建设者必须建好两条通道：

道路，同时增强学科知识的“ 两力” —
—
—原生力与整
合力。

一条是学科知识参与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的进路，一
条是社会回馈学科知识的回路。 一方面，知识生产

第三，自组织式。 从知识系统与外部环境互动

只有瞄准社会重大需求问题进发，开展课题攻关，学

生成角度看，知识生产走的是一条问题催发与逻辑

科知识才可能在社会进化中派上用场、彰显价值、找

推演交相缠绕式道路，知识生产的实质是知识系统

到用武之地；另一方面，学科建设者只有善于利用各

在外部问题环境催发下产生的自组织与再组织的连

种学科评估、学科社会效能监测、学科社会认可度测

续过程。 一方面，外部问题情景是知识系统演进的

评等活动，社会才可能更有力地回馈学科建设事业，

生发点与驱动器，；另一方面，逻辑推演是知识体系

为其发展提供更好的市场环境与成果转化机会。 两

实现自我调整、自我生长、自我演化的独立机制，是

条道路建设双向推进， 让学科知识生产与社会、 国

知识体系适应外部问题情景挑战的自组织方式。
从知识生产方式角度来看，知识原生力来自三

大知识生产主体—
—
—学者个体、学院组织、社会实践

家、民族发展“ 同命运、共呼吸” ，积极构建学科发展
与社会发展的“ 命运共同体” 。

第四，建立助推内生的学科知识服务体系。 决

者的知识生产兴趣以及知识体系的自然分化机制，

定学科生命延续的关键不是学科建设工程的完美程

知识整合力来自知识的跨学科发展与横向协作，知

度，而是学科建设事业与知识生长要求间的吻合度，

识生产力来自知识生产活动对实践问题的回应力与

与知识生命体构架间的契合度。 在这一意义上，建

变革力。 因此，从知识生产的逻辑出发，面向知识生

立助推知识内生的学科知识服务体系至关重要，它

产力提升的需要开展学科建设，是学科发展走向自

理应成为学科建设工作的真正关切与终极追求。 进

我、自然、自由的客观需要。

言之，学科知识服务体系至少包括四项基本服务：其

三、面向知识生产力提升的学科建设使命

一是按照知识体系划分学者归属的服务，它能保证
学者圈层与知识类型间的一致性；其二是按照知识

当代知识生产是学者主体、知识本位、市场牵引

生长要求配置学科资源的服务，它能保证知识研发

式的，学科建设的使命是积极构建有利于知识生产

成本与资源需求间的一致性；其三是按照知识跨界

力全面提升的学科服务体系。 进而思之，面向知识

生长态势组建复合型学科科研团队的服务，它能保

生产力提升的学科建设事业必须承担起以下四项神

证知识综合化发展的顺利推进；其四是按照知识生

圣使命：

长要求构建学科平台的服务，它能保证知识生长所

第一，建立多主体联动的学科知识共生体。 在

需要的必须硬件环境支持。 应该说，上述学科服务

学科建设中，学科知识共生体是指学者在知识生产

是培育一流学科的基本入手点，是社会、国家、高校

兴趣驱动下共同开展知识生产、学术探究活动的协

利用外部学科环境孕育优势学科的一般策略，理应

作体，其特点是：允许学者个人开展自主探究，重视

成为学科建设工作的关注焦点。

学者间的深度“ 汇谈” 与联合攻关，倡导跨越学术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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